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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857857期期天天好彩
福彩

今日开奖猜号擂台

双色球第100期

3D 第232期

彩市信息

彩市信息

常州恐龙园队
03 11 17 28 29
31 32 +03 07
34679

武进嬉戏谷队
07 09 12 18 23
27 31 +12 15
01578

金坛茅山队
10 16 18 21 24
26 29 +07 09
12567

溧阳天目湖队
03 11 15 18 23
25 28 +02 14
04589

为了祝贺福利彩票发行
销售 30 周年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江苏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和江苏省福利彩票协会将联
合举办“福利彩票发行30周年
摄影大赛”。

无论是江苏范围内从事
福利彩票工作及相关的人员，
抑或是长期关注、支持福利彩
票事业的彩民朋友，均可参加
本次大赛。只要在 2017 年 10
月31日前报名就可以啦！

大赛的参赛照片内容需
反映江苏境内的福彩销售、资
助项目、受助人员及“公益、慈
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
文化，主题鲜明突出。照片反

映的内容重点是近十年来的
情况，以近年为主。

参展照片仅限于数码相
机拍摄的照片，胶片机拍摄的
照片需作扫描或翻拍处理成
数码照片，照片规格不低于
3MB，格式统一为 JPG。照片
可以是接片，但不能是拼图，
若为接片，需提供原图。照片
中不要另外添加文字和动漫。

参赛照片既可以通过网
络发至省福彩中心宣传部的
邮箱：jsxc@jslottery.com，也
欢迎发送至江苏福彩微信公
众号（jiangsufucai）设立的参赛
入口。参展照片请同时附上
拍摄人姓名、工作单位、照片

的标题、拍摄地点和 200 字以
内的简单描述。

本次摄影展将对参展照
片统一进行评选。届时将评
选出一等奖 3 个，奖金 3000
元；二等奖 10 个，奖金 2000
元；三等奖 20 个，奖金 1000
元 ；优 秀 奖 30 个 ，奖 金 500
元。组委会有权将本次摄影
展入选照片在网络、媒体和刊
物上进行登载。

本次摄影展及评选工作
的解释权属于评审组。

苏福

省“福利彩票发行30周年摄影大赛”启动报名
8 月 24 日晚，中国福利

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进 行 第
2017099 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 红 球 号 码 为 02、05、06、
16、28、29，蓝球号码为04。

当期双色球头奖 27 注，
单注奖金为 545 万多元。这
27 注一等奖分落 10 地。其
中，天津 15 注，河北 1 注，内
蒙古 1 注，上海 1 注，浙江 2
注，安徽 2 注，福建 1 注，广东
2 注，广西 1 注，四川 1 注，共
27注。

二等奖开出142注，单注
金额 10 万多元。其中，广东

（包含深圳）中出26注，排名第
一；江西中出14注，排名第二；

浙江中出11注，排名第三；安
徽、四川分别中出10注，并列
排名第四。此外，其他地区二
等奖均低于10注。当期末等
奖开出1030万多注。

当期全国销量为3.1亿多
元。广东（不含深圳）当期双色
球销量为2708万多元，高居第
一；浙江以2441万多元的销量
位列第二；山东以1875万多元
排名第三；江苏以1797万多元
排名第四；四川则以1406万多
元排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 4.6 亿多元，下期彩民朋
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 万
元。 据中彩网

双色球头奖井喷27注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常州市
产城融合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
在常州保利大剧院召开，由常州
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高校，以
及常州市企业联合会、常州市盐
城商会等 10 家单位，共同发起
筹建的常州产城融合专业智库
正式成立。

据了解，常州市产城融合经
济研究会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由
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常州
市盐城商会等多单位、多院校经
一年多筹建完成。常州市产城
融合经济研究会将成为常州市
产城融合方向的智库组织和广
泛联系政产学研资的综合服务
平台，并在常州产城融合工作中
充分发挥智库参谋与桥梁纽带
功能。

据悉，常州市产城融合研究
会共有团体会员 39 名，包括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筑设计等
热心于产城融合经济研究与实
践的单位、团体，以及61名个人
会员，主要是从事产城融合有关
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

目前，常州市产城融合研究
会已经搭建一个主要由企业和
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部门组成
的交流、学习、研究、协作平台，
将定期举办主题论坛、沙龙、培
训、讲座等活动，来总结、交流、
推广产城融合的实践经验与研
究成果。

（徐莉）

产城融合
专业智库
在常州成立

在刚刚结束的 2017 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上，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汽修专
业 2015 级学子刘创和队友们
以出色的表现，取得了职业院
校设计报告奖第二名、操控奖
第三名、耐久赛第四名、总成
绩第三名的好成绩，最终站上
了职业院校总成绩一等奖的
领奖台。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
赛是一项由高等院校汽车工程
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学生参加
的汽车设计和制造比赛，今年
是举办的第三年，赛事规模创
下新高：报名参赛的车队达到
91 支。比赛首次设在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将
奔放的越野比赛和广阔的草原
相结合，为这场激情四射的比
赛赋予了新的意义。

赛场环境“硝烟弥
漫”，他们 4 小时跑出
了36圈

本届巴哈大赛采取静态

赛和动态赛相结合的方式，静
态项目包括设计报告比赛、成
本报告比赛，动态赛项目包括
单圈计时、爬坡比赛、操纵性
比赛和耐久赛。

众多赛项中，耐久赛无疑
最吸引人，也最考验车手水
平。该赛项规定，所有参赛车
辆一起开跑，4 小时内跑完赛
场圈数最多的赛车取胜。赛
场里程一圈为 3.4 公里，中途
加油次数不能超过5次。工程
学院的赛车在 4 小时内跑了
36 圈，居职业院校第四名。对
于这个成绩，身为赛车手的刘
创一脸淡定：“相对预期，这次
耐久赛的发挥较为正常。”这
份淡定的背后，是赛前75小时
2000公里的三次测试，经历了
赛车过飞坡飞出 2 米多而“前
空翻”的惊险历程。

刘创说，由于此次比赛地
点设在遍布石子的草原，沙土
松软，因此，所有赛车在赛道
上奔跑时，灰尘漫天，犹如“仙
境”，更像硝烟弥漫的战场。

“因为灰尘太多，有一小团颠
进了头盔的护目镜，从海绵渗
透进了眼睛，比赛时只能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直到眼泪把灰
尘冲出去才睁开。”他回忆道，
比赛时车辆紧咬，他甚至遭遇
前、后、左、右四辆高速赛车近
距离夹挤，至今想来，仍心有
余悸。

而同队的另一位车手申
龙雨，面对不容乐观的赛场环
境，坦言自己完全是凭着感觉
跑：“比赛中，一共撞了两次，
还有一次前面跑的车子车轮
突然掉了，很惊险。”

105 项 设 计 制 造
及优化改进，造出结实
的赛车3.0

耐久赛同样很考验赛车
设计的水平，时常会遇到翻
车、熄火、着火冒烟、越开越慢
等状况。对此，刘创信心满满
地说：“我们的车就是继续跑，
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车子做得
很结实。”

自 2015 年参加巴哈大赛
起，每年，常州工程学院都会
升级自己的“战车”。设计、制

造、试车、成品，团队一年比一
年更精益求精。从去年 12 月
到今年7月，大半年时间，第三
代赛车终于问世。

据车队成员刘方赛介绍，
和去年参赛的第二代赛车相
比，今年的赛车实现了 105 项
设计制造及优化改进，光重量
就减轻了50公斤。赛车制造、
改进期间，他们写下了 1300
多页的记录文字。刘方赛说：

“根据这些设计报告、成本报
告、工作日记，就能造出一辆
性能同样优越的赛车，我们希
望留给下一届巴哈队员更多
的参考。”

赛车也有灵魂：唯
梦想与爱不可辜负

在赛车的方向盘右侧写
着引人注目的一行字：“唯梦
想与爱不可辜负”，左侧清晰
地刻有车队 25 位学生成员的
名字。在车队指导老师王中
磊和于瑞看来，所有的荣誉都
与这 25 个名字息息相关。刘
方赛说，他们这支团队的凝聚
力特别强，因为喜欢赛车而聚
在一起，并在团队中找到各自
的位置，配合默契。“25 个人，
缺一不可，每个人都发挥着自
己的作用。”他回忆道，比如作
为工作日志记录者的队员张
晟，每天忙着拍摄、记录工作
过程，从无怨言，厚厚一本工
作日志中，详细而清晰地展示
着每个部分的工作；过去大半
年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小伙子
们在没有空调的车间中挥汗
如雨，一起经历过沮丧、失败、
欢呼、喜悦。如今成绩斐然，
他们也松了一口气，刘方赛
说，将赛车发往比赛场地后，
他回去连睡 11 个小时，称“那
是睡过最舒心的一觉”。

沈琳 杨曌 文摄

常州工程学院学子勇夺巴哈大赛一等奖

105项设计制造及优化改进，打造赛车3.0


